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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觀光 3 日遊  
   

遊覽城市: 倫敦、溫莎、牛津、丘吉爾莊園、比斯特、

巴斯、巨石陣  
 

出發地點倫敦尤斯頓火車站（Euston Station）  

價格成人：  

158 英鎊（不包括溫莎堡門票）  

172 英鎊（包括溫莎堡門票,正常門票 15.50 英鎊）  

兒童：  

148 英鎊（不包括溫莎堡門票）  

156 英鎊（包括溫莎堡門票,正常門票 9英鎊）   

出發日期全年每週六出發  

價格包含三星級酒店為主、每日早餐、旅遊交通，中文導遊  

價格不含 1)景點門票； 2)午、晚餐； 3)酒店單間差每人每天 25英鎊(單間酒

店住房者需要交付)；  

4)旅遊保險； 5)司機及導遊小費(建議標準每人每天 2英鎊或 3歐元)  

(其它事項報名須知及常見問題解答旅遊須知報名表合同條款打印行程)  

   

行程細節  

 

第一天（週六）：倫敦-溫莎城堡-牛津-邱吉爾莊園–倫敦  

 

07:45 全團在倫敦尤斯敦車站集合。 08：00 準時出發  

 

溫莎城堡是英國至今為止仍有人居住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堡。建於羅馬時期的溫

莎，那時被稱為“Winding Shore”，幾經演變才成今天的名字。 1070 年征服

者威廉為了鞏固倫敦以西的防禦而選擇了這個地勢較高的地點，建造了土壘為

主要材料的城堡，經過後世君王的不斷改造，城堡逐漸成為展示英國王室權威

的王室城堡。如今這座中世紀的古建築內收藏著王室數不清的珍寶，其中有達.

芬奇、魯斯本、倫勃朗等大師的作品，中世紀的家具和裝飾品，甚至包括慈禧

太后贈送維多利亞女王的條幅，中國雲南省主席 1947 年所贈伊麗莎白女王結婚

的畫卷。溫莎城堡還是國王頒發爵位和封號的重要場所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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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嘉德騎士”封號。 “嘉德騎士”是英國騎士勳爵裡最高的級別，當今王儲

查爾斯王子就被授予“嘉德騎士”勳爵封號。當今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幼年就

是在這裡度過的，她常常領眾多隨從來此度假、度週末。特別是在王室喜慶的

日子裡，以及聖誕節等重要的節日，女王便會選擇在溫莎城堡設宴，舉行隆重

的慶祝活動。玫瑰花園圍繞的圓塔（Round Tower），以前是關押王室政敵的監

獄，現在則主要用語保存王室文獻和攝影收藏。每當女王來到溫莎堡，這里便

會升起英國皇室的旗幟。參觀溫莎堡，警衛換班儀式也值得一看。警衛的換班

時間是每天上午 11點，每週的例假日除外。  

 

牛津因聞名於它的世界一流學府的地位和遍布各地的古蹟,使它成為人們極度夢

想的城市。九世紀建立的，距今有 800 多年曆史的牛津城是英國皇族和學者的

搖籃。現在牛津已經成為了熙熙攘攘的世界城市。儘管還是那個古老的大學

城，但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商業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使牛津這座古老的城

市煥發了青春的活力。牛津市從公元 7世紀已有人在那里居住。到公元 912

年，它已成為英格蘭的一個要地。 “津”意為渡口，泰晤士河和柴威爾河在此

會合，當時河水不深，用牛拉車即可涉水而過，牛津由此得名。現在兩地河流

依然，原來的橋和牛車涉水過河的痕跡早已消失，但牛津橋卻越來越多地吸引

著世界各地的來訪者和遊客。我們將參觀牛津大學圖書館、部分校園及學院。  

 

丘吉爾莊園建於 1705 年，當時安妮女王將牛津附近數百公頃的皇家獵場賜予了

馬爾伯羅一世公爵約翰•丘吉爾（英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祖先，溫斯頓•

丘吉爾於 1874 年誕生於此，死後葬於附近的布雷頓教堂。）以表彰他在 1704

年 8月擊敗法軍的赫赫戰績。這座充滿田園氣息的大莊園，號稱比英國皇宮還

美，花了整整 17年才全部完成，不少英國人喜歡拿它跟歐洲第一大的凡爾賽宮

相比。莊園目前仍然屬於丘吉爾家族，有貝尼尼（1598-1680，著名意大利雕塑

家）的水神噴泉，詹姆斯爵士（1675-1734，英國著名畫家）的天頂畫，範布勒

爵士（1664-1726，英國建築大師）的巨大幾何形花壇，前朝賞賜的昂貴的波斯

地毯及奢侈的銀質和瓷器餐具等等，因此整個莊園仍然保持著非常私密的家園

氛圍。  

 

大約 18：00 返回倫敦。  

   

第二天（週日）：巴斯/史前石柱  

 

上午 07:45am 全團在倫敦尤斯敦車站前集合點名。 8:00am 準時出發乘旅遊車

前往古城巴斯（Bath）遊覽。巴斯城風光秀麗，歷史悠久，有許多被列為世界

遺產的名勝古蹟和自然風景。她位於英格蘭西南部，鄰近威爾士，集英格蘭的

古典美與威爾士的淳樸自然於一身，被譽為英國最乾淨的城市。參觀溫泉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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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可令人追思古羅馬帝國的輝煌。以皇家新月樓為代表 18世紀喬治王時代

古建築群，述說著巴斯歷史的源遠流長。  

 

公元前 860 年，王子佈拉杜德因患麻風病被流放於此，偶然落入熱泥塘中卻意

外治癒了麻風病。後登基成國王，便建立了這座城市。公元 1世紀，羅馬人入

侵英國，被這裡優美的風光和天然的溫泉所吸引，便將此地取名“巴斯”。在

這裡廣修精美豪華的浴池和神廟建築，使巴斯成為世所矚目的溫泉度假勝地，

現在的羅馬浴室博物館就是當時眾多溫泉浴池的經典之作。到巴斯旅遊，您可

以欣賞豪華典雅的古羅馬浴池，在羅馬建築風格的露天泳池中戲水暢遊，在仿

羅馬式的古浴室內沐浴淨身，舒服愜意地泡一泡澡、蒸一蒸桑拿。還可以喝上

一杯巴斯特有的“泉水咖啡”。巴斯就是這樣一個永遠讓人覺得輕鬆愜意的城

市。主要參觀羅馬古浴場，普爾特尼三拱橋以及皇家新月型大廈。之後，我們

驅車前往遊覽被視為英國古老文明象徵史前巨石陣。  

 

距倫敦 130 公里的索爾茲伯里，遺留下迄今為止仍難解其奧秘的一個建築奇

蹟。幾十塊巨石石柱排成幾個完整的同心圓，高的達 6米，每塊重數十至數百

噸。在這一馬平川的平原上矗立了幾千年之久。巨石陣的外圍是直徑約 90米的

環形土溝與土崗，內側緊挨著的是 56個圓形坑，由於這一些坑是由英國考古學

家約翰•奧布里發現的，因此又叫“奧布里”坑。巨石陣最不可思議的是石陣

中心的巨石，這些巨石平均重量近 30噸，然而人們驚奇的發現，有不少重達 7

噸的巨石是橫架在兩根樹著的石柱上的。考古學家們至今仍不能斷定當初建造

此“巨石陣”的確切目的，而只是推測這是早期的英國某宗教部落舉行儀式的

地點，或觀測天象的地方。巨石陣是英國最出名的史前文明遺跡，最早可追溯

到公元前 3050 年。每年夏至這天，太陽升起的位置恰恰與一塊名為“黑爾”

（heel）的石頭排列成一條直線。因此，每當夏至這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們都會聚集在巨石陣周圍等待日出，慶祝“夏至”。入口處有四十多個柱孔排

成六行，恰巧和月亮在周期中到達最北的位置相符，所以六行柱孔很有可能代

表六次週期，也就是六個太陰曆的時間，觀測及紀錄月亮的運行有一百多年的

時間。  

 

大約在 18：00 返回倫敦尤斯頓火車站。  

   

第三天（週一）：倫敦觀光  

 

上午 8:00am 全團在倫敦尤斯敦車站售票處前集合點名。 8:15am 準時乘大巴出

發。  

 

英國首都倫敦１８—１９世紀，倫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貿易中心。 １

９００年，倫敦的人口增加到２００萬。 ２００１年倫敦人口為７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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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倫敦的行政區劃分為倫敦城、內倫敦、外倫敦。它們構成大倫敦市。大倫

敦市又可分為倫敦城、西倫敦、東倫敦、南區和港口。倫敦城是金融資本和貿

易中心，西倫敦是英國王宮、首相官邸、議會和政府各部所在地，東倫敦是工

業區和工人住宅區，南區是工商業和住宅混合區，港口指倫敦塔橋至泰晤士河

河口之間的地區。整個大倫敦市面積１５８０平方公里。倫敦受北大西洋暖流

和西風影響，屬溫帶海洋性氣候，四季溫差小，夏季涼爽，冬季溫暖。  

 

倫敦是全國政治中心，是英國王室、政府、議會以及各政黨總部的所在地。威

斯敏斯特宮是英國議會上、下兩院的活動場所，故又稱為議會大廳。議會廣場

南邊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１０６５年建成後一直是英國國王或女王加冕及王

室成員舉行婚禮的地方。內有２０多個英國國王、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以及牛

頓、達爾文、狄更斯、哈代等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墓地。白金漢宮是英

國王宮，坐落在西倫敦的中心，東接聖詹姆斯公園，西接海德公園，是英國王

室成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是英國重大國事活動的場所。白廳是英國政府機

關所在地，首相辦公室、樞密院、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國防部等主要政

府機構都設在這裡。白廳的核心是設在唐寧街１０號的首相府，它是英國歷代

首相的官邸。倫敦城是大倫敦市行政區中最小的一個，面積只有１．６平方公

里。它擁有自己的政府、市長和警察部隊，不受大倫敦市議會管轄。倫敦城是

英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貿易中心之一。倫敦城共有

５００多家銀行（至１９９１年），銀行數居世界大城市之首，其中外國銀行

有４７０家，在倫敦擁有的資本總額達１０００多億英鎊。倫敦城每年外匯成

交總額約３萬億英鎊，是世界最大的國際外匯市場。倫敦城還是世界上最大的

歐洲美元市場，石油輸出國的石油收入成交額有時一天可達５００多億美元，

佔全世界歐洲美元成交額的１／３以上。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以及１

３家清算銀行和６０多家商業銀行也均設在這裡。清算銀行中最有名的是巴克

萊、勞埃德、米德蘭和國民威斯敏斯特四大清算銀行。倫敦城是世界上最大的

國際保險中心，共有保險公司８００多家，其中１７０多家是外國保險公司的

分支機構。在倫敦保險業中，歷史悠久，資金雄厚，信譽最高的是勞埃德保險

行。倫敦城中的倫敦股票交易所為世界４大股票交易所之一。此外，倫敦城還

有眾多的商品交易所，從事黃金、白銀、有色金屬、羊毛、橡膠、咖啡、可

可、棉花、油料、木材、食糖、茶葉和古玩等貴重或大宗的世界性商品買賣。  

倫敦是世界文化名城。大英博物館建於１８世紀，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集

中了英國和世界各國許多的古代文物。博物館內的埃及文物館，陳列著７萬多

件古埃及的各種文物；希臘和羅馬文物館，陳列著各種精美的銅器、陶器、瓷

器、金幣、繪畫以及許多古希臘、古羅馬的大型石雕；東方文物館，陳列有大

量來自中亞、南亞次大陸、東南亞和遠東的文物。館內還有西亞文物館、英國

文物館、金幣徽章館、圖書繪畫館等。除大英博物館外，倫敦還有著名的科學

博物館、國家畫廊等文化設施。倫敦大學、皇家舞蹈學校、皇家音樂學院、皇

家藝術學院和帝國理工學院等是英國的著名院校。倫敦大學成立於１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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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現設有６０多個學院。倫敦大學以醫科聞名，英國每３名醫生中，就有一

名畢業於此。倫敦城的艦隊街，是英國報業的集中地，著名的報刊有《泰晤士

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衛報》、《觀察家報》、《周刊》

等。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和路透社也設於此。倫敦是一座弛名世界的旅遊

城市，有許多世界著名的文物古蹟。倫敦城東南角的塔山上，建有倫敦塔，該

塔曾用作軍事要塞、王宮、監獄、檔案室，現在是王冠和武器的展覽處，藏有

維多利亞女王加冕時戴的鑲有３０００顆寶石的王冠和伊麗莎白二世加冕時戴

的鑲有重達１０９克拉大鑽石“非洲之星”的王冠。威斯敏斯特宮坐落在泰晤

士河的西岸，建於公元７５０年，佔地８英畝，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築。

它古時是國王的宮殿，現為英國議會所在地。宮殿西南角的維多利亞塔，高１

００米，全石結構，用來存放議會的文件檔案，塔樓下面的白家大門只供英王

使用。宮殿東北角是高達９７米的鐘樓，鐘樓上著名的“大本鐘”重２１噸，

錶盤直徑７米，鐘擺重達３０５公斤。海德公園是倫敦的名勝之一，坐落在倫

敦市區的西部，佔地６３６英畝，是市區最大的公園。公園內有著名的“演講

者之角”又稱“自由論壇”。每到週未，幾乎整天有人來這裡演講，除不准攻

擊女王和宣傳暴力革命外，演講內容不受限制。在離倫敦城８公里的泰晤士河

畔，有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山，過去皇家天文台曾設於此。格林尼治設有地球

經度的起點線，以此為起點，計算地理上的經度。倫敦其它著名的旅遊點還有

倫敦動物園、皇家植物園、特拉法加廣場、牛津街、攝政街、蠟像博物館等。  

我們今天遊覽的主要景點：英國議會大廈、大本鐘、西敏寺大教堂、唐寧街十

號、白廳街。我們還要遊覽聖詹姆斯公園，參觀女王官邸白金漢宮，宮前寬敞

的廣場，中央屹立著伊麗莎白二世的祖母維多利亞女王鍍金雕像紀念碑。御林

軍騎士換崗：軍樂聲中，身著黑皮高帽和深紅亮黑制服的白金漢宮禁衛軍舉行

交接儀式，颯爽英姿盡顯皇家風範。下午，我們去特拉法加廣場和泰晤士河

畔，遊倫敦塔橋，逛唐人街。康文花園，匹克迪里廣場和大英博物館也是著名

的旅遊景點。  

 

圓滿結束本次旅遊行程！  
 


